
粤医会〔2020〕388 号

广东省医学会

关于对第二届广东医学科技奖拟授奖项目的公示

各医疗机构、医学院校和科研机构：

按照《广东医学科技奖管理办法》(粤医会〔2018〕364

号)相关规定,我会组织专家经形式审查、学科组网评、一等

奖候选项目答辩、第二、第三等奖及科普奖候选项目集中会

评等程序，共评出拟获奖项目 32 个。其中医学科学技术奖

30 个：包括一等奖 6 个、二等奖 14 个、三等奖 10 个；科学

普及奖 2 个。现对各等次拟获奖项目按得票数由高至低顺序

进行公示（详见附件）。

公示截止时间：2020 年 12 月 15 日～12 月 21 日共 7日。

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实名制书面形式提交至省医

学会医学评审部，否则不予受理。

评审部：李虹、刘鸿庆、张园、李冰、邱森玲等全体

受理人：刘鸿庆（020-81863951）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惠福西路进步里二号之六，广东省

医学会医学评审部（101 室）。

附件：第二届广东医学科技奖拟授奖项目汇总

广东省医学会

2020 年 12 月 15 日



附件

第二届广东医学科技奖初审项目汇总

（项目按票数高低顺排，并列项目按项目名称首字母顺排）

排名 推荐单位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拟授奖一等奖项目（6个）

1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提高鼻咽癌疗效的关键技术与应用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马骏,孙颖,柳娜,谢方云,唐玲珑,李文斐,

陈雨沛,陈磊,刘需,莫浩元,张媛,黎映琴,

周冠群

2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胶质瘤的 microRNA 通路机制研究及靶

向干预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彭英,容小明,王鸿轩,何蕾,沈庆煜,李梅,

黎祥喷,李艺

3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呼吸系统常见病的发病机制与相关诊

疗设备的开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锐士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罗远明,邱志辉,肖思畅,陈永毅,罗英梅,伍

颖欣, 于增星,贺白婷,韦绮珊,钟南山

3 广东省人民医院
心脏发育的生理与病理关键基因及其

调控机制的系列研究

广东省人民医院

同济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

学中心

湖南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

朱平,康九红,庄建,吴秀山,张辉,张浩,陈

寄梅,钟涛,赵庆顺,周成斌,李东伟,赵明

一,刘南波

5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毛囊再生及组织修复系列研究与应用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胡志奇,苗勇,王瑾,付记乐,高建华,冯传

波,姜平,张春华,周艳妮,刘秉承,曲茜,樊

哲祥,陈若思

6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肢体严重创伤救治体系的建立和临床

应用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余斌,胡岩君,张先荣,林庆荣,王博炜,王

钢,陈滨,张晟,崔壮,张凯瑞,王磊,柴瑜,张

萍



排名 推荐单位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拟授奖二等奖项目（14个）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晚期肝癌介入诊疗规范化和个体化

相结合的策略与应用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家平,杨建勇,周奇,范文哲,王于,李鹤

平,华赟鹏,张应强,崔伟,姚望

2 中山大学
接种 BCG 和流感疫苗促进神经和认知

发育及预防自闭症的作用和机制
中山大学

姚志彬,祁方昉,杨俊华,邹俊涛,郭开华,夏

宇岑,李清清,左泽杰

3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基于免疫炎症反应保护缺血性卒中后

血脑屏障的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陆正齐,张雷,谭莎,彭立胜,李海燕,张炳

俊,门雪娇,林银瑶,秦冰,单翼龙,王玉鸽

4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
超声靶向递送体系建立及应用研究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陈智毅,杜萌,余金穗,林雁,杨凤,周秋兰,

梁晓雯,曹众,蔡浚楠,许晓琳,李悦

4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结直肠癌微创外科关键技术创新及应

用推广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邓海军,严骏,王亚楠,张策,沈智勇,孙凯,

赵丽瑛,李国新

6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自主呼吸麻醉 2cm 单孔肺大疱日间手

术的研究与推广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君,王炜,何建行,崔飞,梁丽霞,郭志华,

李树本,梁文华,邵文龙,杨汉宇,刘辉,梁恒

瑞,曾源

7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女性不孕症超声造影的关键技术及基

础研究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前海人寿广州总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

刘红梅,王莎莎,何燕妮,陈逸寒,程琦,朱贤

胜,古淑芳,周美君,刘宇,许智莉,吴昊晗



8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州市癌症监测体系建立及应用研究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山大学

刘华章,任泽舫,林国桢,周琴,李燕,李科,

董航,顾菁,梁颖茹,许欢

8 南方医科大学
弓形虫病流行特征、致病机制与防治研

究

南方医科大学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军事兽医

研究所

华南农业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彭鸿娟,刘全,袁子国,朱兴全,范泉水,张秀

香,王泽东,何成,魏海霞

10 暨南大学
膝关节骨软骨退变机制及规范化治疗

的系列研究与应用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澳门医学科技研究协会

暨南大学

查振刚,张还添,张鹏,郇松玮,赖毓霄,谭文

成,屠美,罗斯敏,郑力恒,黎贞燕,佘国荣

11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生物组织工程材料修复软骨损伤的相

关研究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李斯明,雷静,孟庆奇,佟刚,王敏,陈淡嫦,

李奕恒,奉振成

12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口腔鳞癌侵袭转移的分子机制及其研

究平台建设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安训, 何倩婷, 苏乔, 丁学强,招洛丹,

赵婷婷, 王伟

13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31I 治疗 Graves 甲亢的规范化及相

关临床系列研究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蒋宁一,张弘,李亚明,赵新保,张占磊,李敬

彦

13 南方医科大学
白血病免疫和靶向治疗关键技术的研

究与临床应用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李玉华,贺艳杰,李梅芳,周炜均,黄睿,涂三

芳,宋朝阳,邓兰,王磊,杜静文,周璇



排名 推荐单位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拟授奖三等奖项目（10个）

1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

临床常见病原微生物快速检测系统的

研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郭旭光,夏勇,刘美玲,周永焯,陈楚茂,文金

洲,陈琼

2 深圳市医学会
三维多孔纳米组织工程化人工骨移植

体系的建立及推广应用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大平,熊建义,朱伟民,黄江鸿,段莉,杨金

星,陆伟,刘建全,李文翠,尤微,欧阳侃,彭

亮权,陈磊

3 广东医科大学
补肾活血法防治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

作用机制及骨靶向制剂研究
广东医科大学

周志昆,李宝红,刘立,刘钰瑜,肖德乾,左长

清,翁文玉,李前龙

4 暨南大学
个性化舌侧矫治器 3D 打印技术研究与

产业化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瑞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南理工大学

孔卫东,杨永强,李祖安,王红卫,黄伟红,李

舒舒,孔德明,张武,林巍

5 暨南大学
靶向诱导肿瘤血管正常化及其机制研

究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潘运龙,潘京华,张灏,胡安斌,赵晓旭,丁晖

6 梅州市医学会
新生儿滤纸干血斑地中海贫血筛查技

术开发及临床应用研究
梅州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黄烁丹,邹婕,廖燕霞,邓小坚,庄宇嫦,刘小

瑜,孙丛萌,熊蓉,吴维

6 佛山市医学会
益气解毒方干预鼻咽癌高癌家系癌患

者关键蛋白质组分的动态观察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湖南中医药大学

陈舒华,田道法,刘湘,张华宋,陈艳琼,兰炎

根,谷婷婷,成细华,刘宇勤

8 汕头大学医学院

先天性聋哑儿童人工耳蜗植入听觉及

言语功能康复功能磁共振成像术前预

测研究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郑文斌,孔令梅,郑鸿毅,吴仁华,黄乐惺,吴

春晓,高琪璐

9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总医院

寰枢椎手术风险控制及个性化手术关

键技术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华南理工大学

深圳市旭东数字医学影像技术有限公

司

王建华,夏虹,马向阳,吴增晖,杨永强,王

迪,章凯,朱昌荣,乔国庆,尹庆水

10 中山市医学会
CT 三维重建术及仿真支气管内镜术在

儿童中心气道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中山市博爱医院

孙多成,张园,肖飞鹰,张莉,张剑,任伟 ,容

嘉妍,廖敬波,劳国荣,靳瑞娟



排名 推荐单位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拟授奖科普奖项目（2个）

1 东莞市医学会 “关爱儿童，防范意外伤害”系列活动
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东莞市儿童医

院）
骆庆明,马可泽,李美连,刘国军,梁远

2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
妊娠合并糖尿病的防与治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李映桃,吴伟珍,王艳,李湘元,李兆生,梁建

钟,黄贤君


